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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出自清人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一文 >

近代兵学家李德·哈得在阐述其“大战略”思想时，曾有这样的话：“尽管战斗是一种物质上的行为。

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程序，战略愈高明，则愈容易把握有利机会，而只需付出最低的成本。”

在商品市场角逐的决斗中，智慧的花朵开放在竞争最激烈、风险最大的地方。在企业家的身上，谋与勇

相映成辉。如果说无勇之谋，是难以实现的幻影，那么，无谋之勇，充其量不过是匹夫之勇、鲁莽的代名词，

最终总要被碰得头破血流。

卷首语 征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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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4 日， 昂 纳 集 团 举 行 了

Q2 企业文化大讲堂，此次活动上，那总、

李淑平总分别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昂纳的

企业文化急需改善紧迫性不够、严谨性不足

的现状。昂纳在 2015 年做过以“报•联•

商”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经过了两年的

时间，依旧反馈出员工在思想和意识上还需

提升。对于现阶段企业文化改善工作，那总

提出了重点和要求，体现出企业文化的重要

性超越以往。现将那总的讲话整理如下：

昂纳的管理上有两个非常迫切需解决的认识

性问题。

一、管理者的责任认知

1、管理者责任永远在第一位

当出现质量问题、重大延误尤其是超出

正常工作时间所引起的重大延误、失误并导

致客户投诉的相关事件时，比起我们工程师、

技术人员等的工作执行不到位，这更是管理

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昂纳对管理者岗位要求

非常高，考察也非常严格，管理者的责任永

远在第一位。

2、赏罚分明，不和稀泥

昂纳存“有功不奖、有罪不罚”的现象。

公司每年推出综合立体性的激励计划，从薪

酬、到奖金、到股票一整套激励计划，包括

今年即将推出新一轮的 RSU 奖励，所以说

有功不奖还在其次，而且是否真正有“功”，

也需严审。

“有罪不罚”和“有功不奖”是一样的

错误，而我们昂纳恰恰缺少管理的狠劲、管

理的力度，公司对于近期一个研发案例当事

工程师的处理方式非常果断及时，有所改善。

昂纳现在存在”和稀泥”的文化，什么

事情能不说就不说，能不暴露就不暴露。那

总发话了，才总结几个案例，举办企业文化

活动，是不

是事情结束了，工作一忙，又没人管没

人问，然后延续同样的低效率、低质量的工

作方式？企业需要严明的纪律和强悍的执行

力，要靠管理者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奖罚

分明地去推动。昂纳部分工作多年的管理者

有”和稀泥”的心态和习惯，需要改变，否则，

该撤职就撤职，该换人就换人。

3、时刻关注责任

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通过 HR 反映的，

这些问题无法上升到核心管理层，究其原因

就是担心问题升级会受到追究和处罚。昂纳

不应该只有那总敢于处罚、敢于批评和教育

人，管理者也应承担责任，拒绝做老好人。

二、人比系统责任更大

所有流程出错、遵循流程还是出错、培

训没到位等理由，这都是归结于建立流程的

人的错误，不能把人的责任都推给系统。随

着业务发展，流程体系来越复杂，人的主观

会积极主动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人的工作

做到位了，流程才能落地实施。否则请上帝

来建立万能的流程也不解决问题。

希望未来几个月将工作守则的完善和培

训工作做好，通过培训进行落地实施，让昂

纳的管理再上一个台阶。把昂纳的优良传统

继承下去，改变不好的地方，让我们的管理

水平和竞争力更上一层楼。

“文化是一个企业长久的竞争力”

     那总在 Q2 昂纳企业文化大讲堂上的讲话

那总在昂纳集团 Q2 企业文化大讲堂作总结发言。

整理 //  刘菁芸  （人力资源部）

总裁语录 总裁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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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参展日本光通讯技术展会 

4 月 5 日至 7 日，昂纳集团参加了在日本

东京举办的 FOE 光通信展，秉承一贯的精、

专风格，此次展会吸引了日本本土以及全

球各主要光通信企业参展。作为全球领先

的光通信企业之一的昂纳科技，在 FOE 上

展示了种类齐全且强大的产品，为客户提

供众多选择，新产品如 Pump Laser、Mini 

TF、AOC、ICR 等，更是吸引了众多客户

的驻足询问。现场氛围热烈，收获颇丰。

昂纳上半年盈喜预报 

盈利同比增加 60%

昂纳科技集团 (00877) 于 7 月 21 日发布了

正面盈利预告公告， 预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止六个月，盈利比去年同期增长不少于

60%，主要由于收入之增长不少于 15%，连

同毛利率之增长不少于 4 个百分点。据悉，

昂纳集团将于 8 月公布中期业绩。

回首昂纳科技去年上半年营收情况，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其 2016 年 上 半 年 6 个

月营收 7.4615 亿港元，2016 上半年的毛利

为 2.375 亿 元， 按 年 增 35.4%。 期 内 溢 利

4501.1 万元，按年上升 74.11%。每股基本

盈利 0.06 元。毛利增加主要由于集团的整

体收入，特别是来自光网络业务的收入，大4 月 21 日，第一卖方及第二卖方已同意

出 售 合 共 最 多 9000 万 股 配 售 股 份 予 不

少于六名承配人，配售价为每股配售股

份 5.25 港元，较收市价 6.22 港元折让约

15.59%。

同时，第一卖方及第二卖方已同意分别

认购最多 2500 万股第一卖方认购股份及

2500 万股第二卖方认购股份，认购价为

每股认购股份 5.25 港元，占公司因认购

事项配发及发行认购股份而扩大的已发行

股本约 6.29%。

认购事项所得款项净额将约为 2.62 亿港

元，其拟用作提供互补芯片技术的公司的

潜在收购事项以进一步扩展公司在电信和

数据通信市场的上游芯片设计能力，以

及创新高端市场诸如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市场的光雷达产品 (LiDAR)。

据悉，第一卖方为公司控股股东 O-Net 

Holdings (BVI) Limited， 于 公 布 日 期， 第

一卖方于约 2.44 亿股股份中拥有权益，

占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约 32.70%。第二

卖方为公司主要股东开发科技 ( 香港 ) 有

限公司，于公布日期，第二卖方于 1.96

亿股股份中拥有权益，占公司全部已发行

股本约 26.36%。

紧随认购事项后，第一卖方持股比例为

28.75%，第二卖方持股比例为 21.56%。

资   讯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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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集团召开 2017 年度全球产品路线会

2017 年 4 月下旬，昂纳集团 2017 年

度的全球产品路线会在深圳总部召

开，全球各分子公司、研发中心负

责人齐聚深圳，共同商讨今年的战

略方向和产品路线。

昂纳集团荣获第四届深圳市

坪山区质量进步奖

坪山区第四届新区质量奖于 5 月 19 日召开

颁奖仪式，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荣获第四届坪山区质量进步奖并获颁获

奖金 30 万元。

昂纳集团将继续深入推动卓越绩效管理模

式在公司的导入应用，并带动品牌建设与

标准化等工作同步开展，以提高全面质量

管理水平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坪山区

继续深入推进质量强区工作！

在那总和公司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CE 团

队凭着惊人的勤奋度和顽强的团队使命感，

一一克服了客户要求高、交期紧急、产能不

足等重重困难；于今年 7 月，CE 事业部销

售业绩再创历史新高！发展形势喜人，可喜

可贺！

CE 团队员工始终秉承着公司“以客户为中

心、业务至上”的宗旨，并快速响应客户的

需求；他们这种对客户的态度和对工作的拼

搏精神值得我们所有昂纳人学习！也值得所

有业务部门学习！

望 CE 团队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争取更美

好的未来！

昂纳科技集团获两大股东配售

最多 9000 万股及认购最多 5000 万股

CE 事业部 7月份总销售额再创新高



不谋万世者 ,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
  

 ——那总在昂纳集团 2017 年度 KPI 评审会上的工作指示

各部门负责人要善于选拔、锻炼干部、

给予干部好的机会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要特别强调一点，有些人担心带会徒

弟饿死师傅，担心下属成长起来会威胁到自

身的地位。虽然我不晓得我们的同事有没有

这样的心态，我希望没有。我一直强调我们

的团队不要怕下属成长，团队干出的成绩首

先就是领导人的成绩，比如销售（无论国内

或美国的销售），只要干出成绩一定是属于

Steven Tan 的成绩，这一块包括在绩效上我

们要做到非常鼓励和提倡大家在团队内部好

好把人才培养起来，并给予员工更多的成长

空间。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够带出一群精兵强

将，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反之如果一个团

队里除了领导再无能人，这样的队伍也是注

定死气沉沉无所建树。

2）我们始终提倡华为“胜则举杯相庆、败

则拼死相救”的团队精神

无论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之间的配

合，如果只是你一个人一枝独秀，其他边上

的人都不好，或其他部门的兄弟都垮台，那

只有你或者你一个部门混得最好，对昂纳意

义也不大。我们始终提倡的是华为的“胜则

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队精神，只

有整个集团的同事间配合好了，效率提升了，

业绩上去了，那在整个行业内自然就会有人

给我们竖起大拇指。昂纳这条船已越造越大、

越开越远。所以，一个领导者的胸怀，得容

人之异、容人之短、更要容人之所长。你有

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事，你的心胸如果承不

住别人的成功，那你自己的成功也是备受不

起的。

二、流程和制度的梳理

1、严谨的工作作风何在？你我坚守了吗？

前段时间，我了解到我们有些部门的

管理可以说是没有制度和流程，内部运作一

（下接第 9 页）

2017 年 4 月 15 日，那总与集团所有高

管一起召开了“2017 年度业绩目标（KPI）

评审会议”，并在会议中指出了今年管理工

作的重点。

一、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此项工作为建设性的工作。要求：一方面广

纳精英，一方面内部培养。

1、人才招募与配置

1）我们要有求贤若渴的心态

昂纳作为核心技术的企业，急需世界

一流的高端人才，1 名高端人才带来的价值

和贡献远大于 3-5 名一般或勉强的人员。今

年要求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要花时间和精力

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并把此项工作纳入到今

年的工作重点。在人才的招募上，大部分部

门都很依赖 HR，但 HR 的作用毕竟有限，

寻猎更多匹配性的合适人才，需充分利用管

理者的人脉和资源，需一级部门负责人多想

办法。比如美国研发做得非常出色，Charles 

Yu 在业内人脉广，非常重视人才的吸引和

引进。其他部门要向北美研发部门学习，在

团队建设上狠下功夫。争取今年，我们能够

在多个团队中完成重点人才引进的任务。

2）我们要有吸引行业顶级人才的薪酬机制

遇到人才，我们在薪酬待遇上也要非

常灵活，确保能够做到因人而异，特别是不

同部门之间的差异化，下一步我们就要做到

不同人员之间的差异化。我当年在纽约工作

的时候，收入差异很大，完全靠个人的贡献

和能力。希望在昂纳员工也能体会到我们推

崇的这一点管理理念，看贡献看能力但决不

让雷锋吃亏！我们要有吸引顶级人才的薪酬

机制，以吸引更多的顶级人才。

2、人才的挖掘与培养

1）领导者的胸怀非常重要，有多大胸怀就

决定做多大的事。

整理 //  人力资源部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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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部门参与检讨内部管理制度，涉及跨

部门流程的请杨国栋参与。

三、企业文化的建设

1、争分夺秒、加强紧迫感意识、勇于付出

才能树立行业领先企业

前几天有个 ECN 签了 20 多天没有归档

的例子，总体反映出我们公司一个很不好的

趋势——做事的散漫。不管怎样，一个 ECN

签 20 多天，这样事情在一个工作严谨的企

业里是不能容忍的。我们昂纳现在各个团队

的工作文化比早些年松懈了很多，而且现在

很多事情的响应速度、办事效率变低了很多。

当年我们在南山的工作制是五天半，

是少数光通信企业里提出这样要求，但就是

这样的要求，才造就了今天的我们。五天半

工作制对昂纳整个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整

个竞争力的提高其实影响是相当大。当时那

个年代很多光通信公司没有存活下来，昂纳

处于一穷二白的困境，在一无背景、二无大

集团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靠银行贷款的 5000

万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做到了上市，之所

以在业内成功，靠的就是我们多争取的时间、

我们的紧迫感、我们的付出才能争分夺秒的

抢占市场生存下来并走到今天。

2、各部门要发扬并传承好昂纳拼搏、奋斗、

严谨的文化精髓

如今，我们应该多一些思考：我们怎

样将公司以往奋斗、抢时间、加强紧迫感的

精神发扬光大？怎样把这种拼搏的文化倡导

传承下去？我希望每位管理者要思考，只有

能够把这种拼搏奋斗的文化精神倡导和传承

下去的干部才是最优秀的干部，才是我们昂

纳真正的管理者，真正的精英！

针对我们今年的 KPI 中团队建设目标

的考核，我先讲这么多。以上几点，作为今

年绩效部门考核我们各部门团队建设方面的

重点方向。希望各位认真领会，在我们各个

部门中大力提倡发扬！加油！

（上接第 8 页）

塌糊涂，拿给我签署的文件资料根本没有检

查过，甚至最基本的数字都是错的。这些对

内对外的不严谨作风让我脊背发凉！

2. 各部门应尽快梳理好内部的管理审核制

度—严谨尽责、反对散漫

透过例子，我们集团各个部门是不是

该审视一下内部管理，一方面是流程的完整

性，另一方面就是管理制度的完整性。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好多部门一个基本的

工作习惯，比如：让下属写一个外发给客户

的报告，我们是否有上级领导审查及校对这

个动作后才外发的制度？我确信有些部门肯

定没有做到。下属写完了，甚至写的乱七八

糟都敢往外发。销售就多次跟我反馈，说这

类文件或邮件看完赶紧挡住打回去，不然就

让客户见笑了。我当年在纽约工作，周六工

作到深夜 12:00 写完的东西，我还要发给老

板，老板在家里，那个年代还是使用传真机

的年代，传真过去，老板给我校对，校对完

后再发给我。经常工作到凌晨 2 点，到最后

老板在电话里心惊胆战的跟我说：“行，你

往外发吧”。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举措，你

就能看到一个成型的企业这些最基本的工作

习惯。大家想想我们公司有多少类似下属写

完给客户的报告，领导也不校验直接往外发，

然后被客户骂的一塌糊涂，甚至直接就告诉

我们说你们这种公司就是个山寨厂，然后我

们再回来不好意思重写重发。我在纽约工作

的时候，开会的报告出现一个明显的错误，

老板毫不客气。昂纳在这方面太仁慈，错了

就改一下，大家认为错的也不太大，也没人

说什么，就过去了。这种培养出公司内部非

常不严谨的作风。而且潜移默化的就形成散

漫的工作风气，传递到你的产品中。

在此，我强调：

1）各部门要建立内部流程和管理制度，做

到有审核检查的工作（对内外的任何报告、

文件、邮件不能有错），绩效部帮助推动改善；

2）各部门形成文件须经上级领导审批、校

对的流程机制，以及思考如何培养成型的企

业工作习惯；

3）一份对内或对外发的报告，我们必须养

成非常严谨的工作习惯，自查并经审核；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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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昂纳家庭日”首届亲子

嘉年华活动盛大开幕，共计 90 多户家庭、

300 多人参加，百名萌娃齐聚昂纳！

上午 10 点，热热闹闹的家庭们填满了

整个闻道大礼堂，昂纳集团自动化事业部

副总裁沈飞沈总为本次活动作致辞并进行

了昂纳集团的品牌宣讲，向员工家属们介

绍昂纳的发展历程和业务成果，传达了本

次活动拉近员工家属与企业之间距离的美

好愿景。

大人们的宣讲结束了，属于小朋友的

时间到了！位于 7F 的游乐场地里摆放着丰

富甜点的甜品区立马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补充了糖分之后小朋友们开始奔向各个游

戏区域，头戴米奇米妮发箍的工作人员带

领着孩子们体验不同的项目，父母手把手

带着孩子玩游戏，填补了平日里因工作繁

忙而无法时时相伴的遗憾。

在各个游乐区，都有公司员工作为志

愿者带领孩子们玩耍，捏彩泥、扇子彩绘、

儿童弓箭、投篮机等等，更有高科技投影

画布——神画 TT，总有一项是宝贝们爱玩

的。整个游乐项目时间进行了 70 分钟，每

个孩子的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整个 7 楼

都是暖融融的温馨气氛。不仅玩的开心，

HR 还为宝贝们准备了儿童节礼品，礼物有

手摇铃、变形金刚、钓鱼机还有绘本图书，

满足各年龄层宝宝的爱好。

游乐时间结束后，大家在一楼留下了

合影，来到公司食堂享用亲子嘉年华亲子

餐。吃完美餐，员工们带领家人参观自己

的工位，分享自己工作时的点点滴滴。下

午 14 时，满载欢乐和惊喜，家人们乘坐接

送巴士启程回家，一起期待下次的相见吧！

本次家庭日活动在公司的支持和工作

人员的共同协助下圆满落幕，昂纳集团旨

在以企业文化活动为纽带，拉近公司和员

工的距离，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昂纳是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分享快乐与忧

伤，昂纳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愿温暖常在！

昂纳家庭日六一亲子嘉年华，
我们一起“童”行！
撰稿 //  刘菁芸  （人力资源部）

①   一期大楼大厅布置完毕，静候小朋友光临。

②   自动化事业部副总裁沈飞先生致辞。

③    闻道大礼堂开展品牌宣讲。

④    小朋友正在玩耍。   

⑤    所有参加活动的家庭在一楼准备合影。

⑥    家庭合影。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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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吴章华   李荣新   王春潮   罗光明



⑤   妈妈带着孩子正在玩投篮机。

⑥   HR 为本次家庭日活动定制的甜点。

⑦   活动结束后进行合影。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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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朋友们聚集在彩泥区玩彩泥。

②   儿童弓箭项目。

③    儿童弓箭项目。

④    活动家庭合影（部分）。   

 ⑤    活动区的定制甜品台。

⑥    认真画画中。

⑦    小朋友们正在做扇子手绘。



企业文化落地在行动：
各部门企业文化标语展示

销售部

·What can go wrong?

·客户第一，遇到问题以结果为导向。

市场部

·快人一步，赢得客户。

·多一分检查，少一分错误。

·抢！ 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增长是抢来的。 

    拼！ 产品的净利润的增长是拼出来的。 

    干！ 新产品的成功推广是实干出来的。

研发部

·加强沟通与交流，促进支持与合作。

·流程不能包治百病，执行力才是灵丹妙药。

·细微之差，天壤之别。

·PL 是项目大管家，项目管理是小管家。

光学镀膜加工中心

·沟通无小事，到位才完事。

·计划走在前，工作不拖延。

·急产品之所急，供项目之所需。

自动化事业部—工业应用部

·效率成就品牌，诚信铸就未来。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一人疏忽百人忙，人人细心更顺畅。

·客户至上，改革求实，以人为本，团结进取。

自动化事业部—机器视觉和传感器部

·作风严谨，做事负责 , 积极沟通，遵守流程。

人力资源战略部

·听取意见，业务为先，准确传达，快速落实。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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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4 日，昂纳集团举行了 Q2 企业文化大讲堂，此次活动要求各部门进行提炼和总结出接地气、抓

痛点的企业文化标语。现将各部门企业文化标语整合如下：

CE 事业部

·严格就是大爱。

·失败的队伍没有英雄。

运营部—无源工程

·今日事，今日毕。

·责任不落实，工作难保证。

·事前有计划，事后无拖延。

·样品审核及时到位，客户问询及时完成。

·时时寻求效率进步，事事讲究计划方法。

运营部—无源生产

·敬业，爱岗，多到现场。

人力资源服务部

·重沟通，抓过程，看结果。

·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运营部—供应链

·流程制定强执行，积极主动敢担当。

运营部—模块与子系统

·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好。

·消除低级失误，打造高效团队。

运营部—光收发器工程

·说到做到，日清日结，循序渐进，量变质变。

质量与系统部

·按流程办事是一切工作的准则。

·有效沟通是连接所有同事的纽带。

·光靠记忆不可靠，工作计划很重要。

·工作中要时刻保持着“严谨、高效、务实”的作风。



2017 年 8 月 2 号下午 3 时，昂纳集团

的 SAP 系统正式上线，集团旗下的四家法

人公司的系统导入全部完成，近 6 个月的紧

张工作终于在这一天跨出了成功的一大步！

新流程！新起点！新效应！

在本次项目建设中，通过端到端的流

程设计与优化 , 实现了集团业务资源的集中

整合 , 实现了 SAP、WMS、FIS、OA、金税

系统的互联互通，完成了三大管理目标：

1、构建了全球多法人 / 多 Site/ 多业务方向 /

多种交易模式的订单管理 / 快速精准报价管

理 / 高效的服务体系 /AR 管理的销售决策体

系。

2、实现 ERP MPS/MRP/RCCP 功能，打通端

到端的订单管理，为产供销的顺利运行提供

简单、快速、准确的决策数据支持 。

3、引入五大中心，实现了准确的成本核算

的精细化 ( 细至产线 )，并引入了标准成本

管控体系了，构建了基于财务业务一体化国

际化集团财务管控体系。

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自 2017 年 2 月 13 日召开了昂纳集团

SAP 项目启动仪式后，昂纳集团 SAP 项目

组和殷智咨询团队展开了近 6 个月的紧迫工

作。

繁琐的数据整合工作、无数次的项目

专题问题检讨会、十多场业务场景串讲以及

模拟测试会议，以及 50 名昂纳关键用户的

工作投入，项目组日以继夜的奋斗，7 楼的

SAP 项目组办公室永远是整个昂纳大楼最晚

熄灯，却又最早开始运转的。

昂纳人勇于拼搏、不畏艰苦的血性在

这次的 SAP 系统上线中又一次迸发，作为

本次项目督导的质量与系统部副总裁李淑平

总、项目经理杨国栋、黄静在忙碌的工作中

依旧带病坚持，销售部的彭韵为了保证工作

进度甚至搬家到公司附近，无论周末还是深

夜，随叫随到， 8 月 1 号晚上 11:30 即系统

上线前夜，发现昂纳信息客户主数据导入有

问题，彭韵接到通知后立即来公司处理直到

凌 晨 4 点。7 月 30 日 起 至 8 月 3 日， 项 目

组用了五天四夜通宵达旦的奋战使得昂纳集

团四家法人公司全部成功上线！

这次 SAP 系统的成功上线离不开公司

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全力支持和所有项目组同

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SAP 系统上线以来运

行平稳，各项流程都在有条不紊的推动中， 

SAP 项目建设是公司管理革新的窗口，对于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为昂纳集团业绩保持高

效快速增长将打下坚实基础，实现新高度的

腾飞！

决策信息化，管理再升级 !
——昂纳集团 SAP 系统成功上线

投稿 //  杨国栋  （质量与系统部）

专   题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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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加点拖到 12 个小时来干？”所以，所

谓艰苦奋斗一定是建立在高效工作的基础

上，加班工时只能作为辅助的参考，更多的

还是要将关注点放在员工的工作绩效成果上

面。只有坚持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文化，

评价时综合考虑员工的全面绩效、个人贡献

以及相对贡献，才能真正使绩效管理起到促

进和牵引的作用。

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的

管子早在春秋时期就说过：“水平而不流，

人平而不语”， 其中蕴含的朴素道理正是

我们公司价值分配理念所倡导的。“差距是

动力，没有温差就没有风，没有水位差就没

有流水。”昂纳和华为一样，奉行决不让雷

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回报的价值分

配政策。对于那些有使命感、自觉主动贡献

的员工，公司会通过发放年终奖的、调薪以

及股权分配等各种短期、长期的激励政策给

奋斗者加满油，让大家有向前跑的动力。

每位管理者都是人力资源管理者，这

是那总多次在会上强调的。如果我们期望我

们的员工心里都住着一个战士，驰骋在昂纳

的战场上义无反顾地拼搏进取，那就需要所

有充当将领的管理者都承担起人力资源管理

的重任，做好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工作，

为实现“致力于技术创新及注重产品质量，

旨在不同的选定产业均成为首屈一指的高科

技公司”的愿景而努力！

虽然我们昂纳目前的成长很可观，但

高科技领域永远适用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法则，无论是研发产

品还是开拓客户，无论是制造体系还是供应

管理，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我们稍微松懈，就

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市场所遗弃。就像

任正非说的一样，“每周只工作 40 小时，

只能产生普通劳动者，不可能产生音乐家、

舞蹈家、科学家、工程师、商人……如果别

人喝咖啡，我们也有时间喝咖啡，我们将永

远也追不上别人。”因此，我们昂纳要想活

下去，更需要长期地艰苦奋斗。

员工艰苦奋斗是公司倡导并且希望看

到的，但书中的观点告诉我们：从经济学角

度来看会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热力学说

第二定律也说明自然界不可能将低温自动地

传导到高温物体，必须有动力才能完成这种

逆转。可见，“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

斗”并不是自发趋势，而是需要通过人的主

观能动性和管理来改变的。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员工

全力为客户和企业创造价值，实现这一目标

取决于如何评价员工的价值贡献和如何分配

企业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价值评价解决

的是公正问题，价值分配解决的是公平问题。

从而，正确评价价值和合理分配价值成为人

力资源管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为了确保价值评价的合理和客观，从

而为价值分配的公平提供依据，我们实施了

任职资格体系管理和绩效管理。任职资格是

用来评价能力的，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历高、

证书多就说明是有能力，而一定要是我们的

能力已经转化为具体的工作行为并产生了工

作成果。有的员工具备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

但他却不能很好地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在

任职资格评议的时候依然会被认为是能力不

足。认知不能作为任职的要素，必须看奋斗

精神，看贡献，看潜力。那么，什么才能称

为奋斗呢？任正非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

“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奋斗。我们把煤炭洗

得白白的，但对客户没产生价值，再辛苦也

不叫奋斗。两个小时可以干的活，为什么要

如何让员工心里都住着一个战士？
——读《以奋斗者为本》有感

《以奋斗者为本》这本书是以华为的亲身实践，回答了华为能够后来居上获取成功的秘诀——“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作为一名 HR，这本书带给我的触动更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思考。

——作者按

投稿 //  李   婉  （人力资源部）

众   议 众   议

19 20



Going forward, we need to implement an excellent 

execution plan so as to maintain our current business 

turnaround.

We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 customer demand 

generation and opportunity-opening.  However, we still 

face the mounting task of on-time delivery and R&D 

timetable management.  If we cannot deliver, we will 

los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ours.  Tasks below must be accomplished fast:

1) Improvement of delivery – Today’s optical networking 

and industrial market segments are all notorious for 

requesting timely delivery.  When customers place 

PO, the winners are only those who can satisfy their 

delivery targets.  We have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and 

reliable operation at both FE and BE.  Our facility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system and procedure need to 

be thoroughly reviewed for an improvement action plan. 

 Also, the 3SP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ay need to be 

revised to better reflect each team and member’s work 

responsibilities and focus. A few initiatives into this 

direction have already been started but this shall be 

enhanced further. These are probably the top-urgent 

priorities for the time being.  If we cannot fix this quickly, 

we will lose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hat we may not 

recover in years.

2 )  R & D  t i m e ta b l e  m a n a g e m e n t  –  I f  d e l i ve r y 

improvement addresses our bread-and-butter for 

today, R&D timetable management is for our thriving 

future.  At last week’s global product strategy session 

in Shenzhen, we have worked out a solid roadmap for 

3SP and O-Net Group.  We have a series of world-class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that will amaze the world if 

we can delivery on time.  Now we need to execute well.  

We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need for R&D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fab for R&D projects. 

3)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global coordination 

– With our business turnaround and expansion of 

business scale, we need to manage our supply chain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We need to ensure better supplier 

response, lead time management, 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ost reduction.  With enhanc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eam in Shenzhen, we can leverage our 

global resources and bargaining power to achieve better 

outcomes in this field.

To summarize the above tasks, I believe at the core of 

our challenges is that we must transform our Nozay 

operation from a “Lab Mode” to “Mass Production 

Mode”.  I understand in the past because of smaller 

business scale, we were probably not challenged so 

hard by volume customer demand at Nozay. Now we 

must undertake such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global optical industry has evolved to the stage that 

scale matters the most.  If we cannot manage large-

quantity on-time delivery, we will be marginalized by our 

competition and have no chance to survive.  

O-Net’s top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eam are fully 

committed to assisting our Transformation at 3SP.  We 

have done a few similar works successfully at O-Net in 

the past.  Some of our senior management members will 

visit Nozay very soon to help on this subject.

Thank you all for the hard work since October 2014.  

Together we have made happen such a remarkable 

turnaround.  Despite the challenges ahead, I am fully 

confident that we will prevail again.    

Yours faithfully,

Austin Na

Chairman and CEO

O-Net Technologies (Group) Limited

May 1st, 2017

Dear 3SP team,

As many of you may have already noticed, on April 24th 

O-Net Group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acquisition 

of 3SP Technologies.  This represents the final step of 

incorporating 3SP into the fast-expanding business scope 

of O-Net Group.

Looking back at the roughly two and a half year history, 

I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proud of the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together.  When O-Net took over the 

business of 3SP in October 2014, we made a few key 

strategic decisions on sales and marketing, R&D and 

global operation.  

• We set up a product strategy of pursuing both telecom 

transport and industrial lasers, which are 3SP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nd data center products such as the high-

demand EML products.

• Our  g lobal ly-coordinated sa les  and produc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have been proven to be 

very efficient in terms of customer   penetration and 

response.  We have   successfully won back lost 

customers, and constantly adding new ones.

• We have invested serious effort in R&D both at the 

front-end and back-end segments, with achievements 

in new 980 pump lasers, 14xx, EML, TO-can packaging, 

among others.

• We have also made good progres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cost-reduction, which have directly 

at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s in our gross margin.

As a result of these initiatives, our business at Nozay 

has finally recorded solid turn-around in 2016, and 

continuing on the right track.  Our business in 2016 

achieved +37.8% growth from 2015, with net loss 

reduced by 43.5%.  Our current business bottom line is 

already at break-even point with expected positive net 

results in 2017.  Our headcount has increased from 91 at 

the end of 2014 to 110 at end of 2016, to reach 126 by 

the end of April 2017.  To cope with anticipated demand 

increase for our products, we have made a decision to 

add one more GS-MBE epitaxy reactor in Nozay.

O-Net Group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acquisition of 3SP Technologies
——A letter from Austin Na to 3SP team

众   议 众   议

21 22



昂纳的发展道路上少不了新鲜血液的注入，应届生校招和培养是昂纳人才引进战略中始终必不可少的一

环。7 月，骄阳似火，58 名应届生来到深圳，以昂纳新生力量的身份，开启了一段全新旅程！

为确保公司人才引进计划的顺利进行和应届生的快速融入，人力资源部于 7 月 5 日正式启动 “梦起昂纳，

扬帆远航” 2017 应届生集训营。集训营为期 16 天，集中培训、团队 PK、车间实习和才艺展示等方式，让应

届生全面了解公司文化、公司战略及各部门运作流程和管理制度，熟悉公司内部环境、熟悉公司运作，从而提

高应届生的团队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激发毕业生对公司的荣誉感和工作激情，开启职场生涯！

本年度的生源来自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伊利诺

伊大学等 29 所海内外著名学府，其中博士生 2 人，硕士生 13 人，本科生 43 人，共计 58 人，全部参与了此次

集训，培训参与率达 100%。

（下接第 25 页）

— 2017 应届生集训营全纪录 —

投稿 //  郭佳敏  （人力资源部）

人   物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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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 页）

为使应届生全面了解和融入公司，人力资源部

遵循 ASK 培训模型——即围绕意识、技能、知识三

方面设计此次培训课程，让应届生全面了解公司的

文化和战略，熟悉公司产品和运作，建立团队意识，

掌握一定的职场技能，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从学校

到职场的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昂纳人 !

本次集训同时得到了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支援

的讲师多达 50 位，其中培训讲师 13 位，产品工艺讲

师 37 位，可谓师资力量雄厚，为本期应届生带来了

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在此，衷心感谢所有讲师

对公司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

为提升应届生的对公司的荣誉感，加速应届生

的职场心态转换，人力资源部为应届生安排了两场分

享会：高管见面会和往届优秀毕业生分享会。

出席本次高管见面会的有集团董事会主席兼执

行总裁那庆林先生、销售部副总裁 Steven Tan、市场

部副总裁华一敏博士、全球运营副总裁刘一诚先生、

OCPC 副总裁范文明先生和 CE 事业部副总裁易治明

博士。在高管们的分享中，应届生们更深入了解到了

昂纳几经风雨的艰辛创业历程，也更深刻体会到了深

入文化骨髓的“勤恳奋斗”的昂纳精神，那总送给各

位应届一句“天道忌巧”，让大家领悟要想真正做出

世界级的技术，唯有踏实肯干、勤勤恳恳才能成功。

往届毕业生分享会则邀请了研发部王京选、模

块与子系统王冠元、市场部穆亮、机器视觉销售王

志鹏、机器视觉研发曾友、无源工程李贝贝、OCPC

袁文瑞和供应链部吴婷婷等 8 位优秀的往届毕业生。

此前，他们同样以应届生的身份进入昂纳，如今已在

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相似的经历和真

诚的分享，让应届生们调整了初入职场应有的心态，

并在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有了更具体的想法。

刚刚才离开校园的应届毕业生们无疑是朝气蓬

勃，为激发他们的才艺和潜力，锻炼其自信和团队协

助能力，本次集训还特意安排了 3 项才艺展示的项目，

分别是脱口秀、微视频和才艺比拼，让应届生充分展

施展才华。

多年来，应届生始终是昂纳前进路上的新生力

量，他们的到来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当然他们的

融入和成长也都需要我们的帮助和辅导。在此，殷切

希望他们能在昂纳开启自身的一段美好职场生涯，也

希望昂纳这个大平台能让他们收获成长、收获美好。

同时也祝愿我们昂纳的明天会更好，昂纳必胜！

①   应届生集训营结业合影。

②   应届生才艺比拼现场。

③   开训典礼。

④   应届生集训营结业典礼。

⑤   拓展训练之毕业墙。

⑥   车间产线实习中的应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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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里面的伙伴，我们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

来，那是一种不甘心的眼神，我们团队需要

的是胜利，需要的是跨越胜利墙，而不是永

远矗立在我们心头中的障碍墙。随后，我们

进行了更加严密可行的计划，并各自告诫自

己要严格遵守规矩，不能让队友们的努力白

费。在最后一轮的“拼杀”中。我们都几乎

筋皮力进，伙伴们为了让作为人梯的队友们

肩部少一些疼痛，我们自觉地脱掉鞋子，赤

脚上阵，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大家都顾不上

了形象，顾不上疼痛，顾不上自己还能否承

受，唯有全力以赴而已。团结的力量总是很

强大，能够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最终，我

们完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在这一个任务下来，我们围成一圈，

教官在说我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我们一起

回忆，教官拉开作为人梯的伙伴的衣服，上

面一片血红，这些都是承受伙伴踩踏造成的，

他们无私地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又一个伙伴。

他们需要承受的太多了。在一个团队里面，

各自都有各自的分工，有第一个登上胜利墙

的人，也有作为人梯，最后登墙的人，作为

一个甘为人梯的伙伴，需要太多太多的勇气

了，默默无闻，却需要撑起一个又一个团队

的伙伴，他们想到的和团队的目标是一致的，

他知道，他也相信，上去的伙伴，都会最后

伸出手臂拉自己一把。

一天的拓展训练下来，让我受益匪浅。

教官在最后也说到，完美的个人不会存在，

完美的团队也不一定会存在，因为在团队里

面，需要做的东西太多了，困难也会很多。

我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组成一支

团结的团队，才能发出更加强大有力的力量，

团队需要个人的付出，个人则需要团队的依

靠。很庆幸，自己终于清醒，自己需要的，

不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独行侠，我知道我需

要团队，我相信，团队也需要我，我们一起

前进，很高兴可以加入昂纳这支出色的团队，

与出色的人儿一起前行，我们永不止步。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曾经痴迷

武侠小说，喜欢里面主人公无所不能的情节，

曾经也很希望成为一个能只身闯荡江湖的侠

客，一把刀，一壶酒，出手就可以仅仅靠个

人的力量，扭转大局，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但小说终究是小说，就比如每篇小说首页都

会说到的“故事纯属虚构”，简单通俗地说，

就是——瞎编。

言归正传，这次我要说的是我们这批

应届生刚进来接受的拓展训练。在没有参加

之前，我十分好奇是什么样的训练呢？也曾

千方百计地向 HR 导师们打探，希望可以提

前知道一些“内幕”，但是好说歹说，HR

们却无动于衷，死活不说，就说很好玩，让

我们尽情享受。好了，说的这句话等于没说，

我的只能抱着好奇心等待周六的到来。

周六的早上，我们一大早就准备妥当，

满怀期待地出发。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HR 导师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说已经到达

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很空旷的平地，周围几

栋建筑物，平地上有两辆直升机。这几栋建

筑物后面是一个小港湾，许多的游艇停泊在

这里。我们走下车，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各

自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嗯，我也觉

得，应该是个好玩的地方。

当我们正在遐想时，一个洪亮的声音

把我们从白日梦中唤醒。“给你们五分钟进

去换迷彩服，五分钟没有出来的，迟到一分

钟，十个俯卧撑！”. 我们都吓了一跳，突

然各自都从梦中醒了过来，原来这是个军训

啊！！！我们手忙脚乱地冲进洗手间换衣

服，想想今天得倒霉了呢。

就这样，我们一天的拓展训练猝不及

防的开始了。我们一天下来，进行了几个活

动，最最精彩的是最后的一个项目——毕业

墙。用教官的话说，这个墙有两个名字，一

个叫胜利墙，一个叫障碍墙。成功地跨过去，

我们就会得到胜利，但是跨过去，并不是人

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跨不过去的，就叫做

障碍墙。我们都看着眼前的这堵墙，这是一

堵四米多的墙，按高度来说，能有两个半人

的身高。这堵墙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仰

望着它，纷纷都胆寒而立，这么高的一堵墙，

我们可以爬上去吗？我们不可以放弃，并定

下时间在五十分钟内完成任务。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跨越胜利墙”

的任务。在前三轮的任务中，我们的体力消

耗十分严重。但是，我们互相看了看自己团

应届生拓展训练心得精选

没有完美的个人 ,

只有完美的团队！

投稿人：车国誉

部门：自动化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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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8 号，作为昂纳集团新鲜血液的我

们在 HR 培训团队的带领下来到拓展训练中心，开始

我们辛苦又充实、疲惫又快乐的一天。

风雨欲来无可挡，坚定信念克恐慌。正如培训

教练所说，你来时风雨便为你准备好了，你能逃避

吗？不能，那么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们 57 个小伙伴没有退缩也没有逃避，都选择了挑

战。

飞龙在天自翱翔，法力无边定乾坤。由于人数

较多，大家被编制成四个团队，我所在的团队是“飞

龙队”，作为一个新的团队，队友们之间的亲切感逐

步增强，在接下来的两个活动中，我们团队有相当出

色的表现：“破译密码”38 秒成功破解，“激情 60

秒”41 秒顺利完成。在“跳出真我”的环节中，人

最难克服的就是自己的心魔，当站上八米高空跳台的

那一刻，我的心里是有些恐惧的，看着面前的栏杆，

似乎它遥不可及，但又好像有些许希望。而这正不

是我们在努力追求自己梦想的情况吗？看的见星光，

但它又不是那么闪亮。想到这些，豁然开朗，既然已

无退路，何不纵身一跃？管他前路如何，倒也要倒在

前进的路上。57 位小伙伴都参加了这项活动，没有

后退也没有放弃，勇敢的跳出了真我。

墙高规严雪上霜，反复三次体力光。怎奈众人

齐心力，翻越横墙彩旗扬。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压轴的

毕业墙翻越。4.25 米的高墙需要团队配合以及指挥，

严苛的规则并没有给我们太多思考和安排的时间，

大家在高一平同事的领导下组织人梯和牵拉人手，由

于连续两次的犯规，使得主要人力的体力严重下降，

但是没有人想要过放弃，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荣誉，

每个人都在努力的付出，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放

弃呢？当最后一名伙伴成功的翻越高墙，团队

爆发出喜悦的呼喊。是的，众人齐，泰山移。有人为

这个团队成功甘当垫脚石，有人为这个团队胜利牵拉

到体力枯竭，这个团队不就是我们的家么？相信每位

小伙伴都会有深刻的体会，会为我们的团队骄傲。

海浪翻飞天空阔，豪饮畅谈昂纳梦。海岸边的

烧烤是我们此行的终点，经历了一天的训练，身体的

疲惫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欢快的心情。围坐在火炉旁，

美味的烤串，可口的饮料，使得大家都打开了话匣，

人群中不时的传出哈哈大笑。彼此之间的了解更深

了，接地气的 HR 姐姐们和我们一起，畅谈公司的福

利待遇，每个人的工作职责以及未来的发展，使我们

可以尽快的融入到自己的角色中去，为我们公司的大

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路途宽广星光亮，无限风光在远方。不离不弃

共扬帆，乘风昂纳万里航。最后感谢为此行辛勤付出

的各位，感谢团队的小伙伴们。愿大家在各自的岗

位上做出成绩，有所收获，为我们公司的明天共创辉

煌！

不离不弃共扬帆，乘风昂纳万里航

投稿人：王沛川           

部    门：自动化事业部

爱上一座城从一个人开始，而我对昂

纳的热爱要从拓展训练开始。

2017 年 7 月 8 日我在昂纳的第一个周

六，在这一天我们进行了拓展训练，做了游

戏，还有夜晚海边的 BBQ。

在破译密码这个环节我们第一个知道

团队的分工的含义。我们队是破解密码最快

的然而却不是最快的就是因为分牌还有收牌

的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导致效率低，那一

时刻突然清楚，原来团队要有分工，而且越

清晰越好，对于信息，要共享，还有一个要

不断的磨合那就是小组内部的默契度。破译

密码，初懂团队。

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跳出真我”这

个环节了。以前的自己总是有点小犹豫，别

人那样子做了，我也就那样子做了，不敢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甚至遇到事情，总想着

往后缩。但是看到大家一个接一个从那么高

的平台纵身一跃，我突然想到，大学里那么

多挫折都经历过还有比那更难的事情么？于

是也冲了上去，纵身一跃，发现事情没有我

想象的复杂。

既然一件事情无法避免，那就勇敢地

走过去，面对他，挑战他，直到攻克他，只

要你决定出发，整个宇宙都会为你加油，没

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攀爬毕业墙了。刚

开始，一看这个墙高度 4.25m 在不借助任何

外力的情况下，全靠人梯来完成，想想就恐

怖。后来发现，我们总是习惯按着自己对一

件事情的预期来做事。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

们有多大的潜力。中途也曾失败过几次，看

着我们的班长为我们的错误买单，最后俯卧

撑都做不动的时候，大家都要跟着一起做，

那种众志成城第一次让泪水模糊了我的眼

眶。看着下面做人梯的英雄，好感动，团队

的建设就是会有人牺牲自我，来保全大家，

而这恰好决定了一个团队的朝气生命。而上

面拉人的七个人，当他们把手伸向我们的时

候，我就觉得，那链接的不再是一双双手，

而是信任，而脚下的肩膀还有托起我们的手

掌，那是我们踩过的最坚实的地基。对于团

队，就有一种牺牲精神，保全大家，牺牲自我。

晚上就是海边的 BBQ 环节，从刚开始

一张桌的半熟到最后的打成一团，互相分享，

打开自我，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最重要了。克

服自己的安静，内向，融入大家你会发现每

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感谢人力资源部所有同事的辛苦付出，

更感谢所有的小伙伴们，最好的年纪遇到最

好的你们，真好。

昂纳，梦开始的地方

投稿人：高    男

部    门：运营部 - 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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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爬上去后往下一望，加之柱子的摇晃，使本身丝毫

不畏高的我竟也有些腿抖。于是乎，这项在大多数人

看来并不困难的挑战项目，最后竟花费了将近三个小

时才完成。雯是整个挑战项目中在柱台上待的时间最

长的，当时无论我们在底下或鼓励，或调侃，或激将，

雯始终在柱台一动不动，未敢向前再迈出哪怕半步。

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雯就一直微笑未曾动弹，最

后不知是底下的喊话奏效，还是内心的恐惧被克服，

她终于纵身一跃，在我们拉绳的保护下顺利落地。结

束后她分享站在上面的感受时说：“当时我就觉得跳

出去抓住杠不可能……”话音未落，眼泪已顺着她的

脸颊滑下……此时我才明白，她刚刚经历了多么煎熬

的挣扎和突破。

挑战如此，职场如此，人生亦是如此：一旦给

自己设限，便抹杀了自己靠近不可能的一切可能性，

心安理得地呆在舒适区，做着自己熟悉的事儿，重复

自己烂熟的技能，如温水煮青蛙般在狭小的锅里舒服

地过完一生。

云卷云舒，层峦叠峰，这是井外的风景，但不

跳出那口井，或许一辈子只能坐观井口的那株草。

没有完美的团队，只有更优秀的团队

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任务——胜利墙，它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耻辱墙，标志我们整个团队的

失败。全程禁言，总指挥有且仅有同一个，四条危险

高压线一旦触犯，总指挥独当责任，接受惩罚，挑战

重新开始。挑战任务只有两种结果：一，挑战失败；

二，总指挥翻倍惩罚，挑战继续，重新开始。

望着四米多高的墙，环视 57 位队友，要将所有

57 位伙伴送上去，总指挥内心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接连两次犯规，人梯主力体力透支，总指挥要独自承

担 20 个俯卧撑的惩罚，而之前已送上去的三分之二

的伙伴要重新再一次踩着人梯的肩膀往上爬，还有教

练口中对我们藐视规则、无视伙伴付出的不满……看

着总指挥支撑在地颤抖的双手而无能为力，看着人梯

主力伙伴肩膀的红痕而心生愧疚，所视所听所想无不

似一把刀扎进每个人心中……最后一次挑战，雨却开

始下了，墙更滑，人更累，但人梯同人，墙上同拉，

大家同心同德，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挨个井然

有序地翻越，当最后一个人梯站在墙上时，无不热泪

盈眶，那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在这整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一种负担，但更

是一种力量。正如分享时有人说的，无论高矮胖瘦，

每一个人都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也正如教练所

说的，没有完美的个人，亦没有完美的团队，但有优

秀的个人，有敢于担当的个人，有甘于奉献的个人，

有献谋划策的个人……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齐心

协力组成了优秀的团队，这个团队才可以更接近完

美。

从翠景路到七星湾，一路的明媚晨辉，加之一

夜雨后的清新空气，使得原本兴奋不已的心情愈加按

捺不住地愉悦起来，殊不知接下来的一天入职拓展会

使我们的心境那么跌宕起伏，思绪那么感慨万千。

改变不了环境，但做主得了自己的情绪

愉悦的心情在下车后被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一

浇而灭，57 人簇拥涌进绿色的大棚，棚里每个人迷

彩服散发的闷热汗汽夹杂着棚外飞洒的湿热雨汽，

地面上纵横交错的雨流水洼，丝毫没有让人觉得在

这雨天拓展活动相比于在大太阳暴晒是值得庆幸的

事儿。窃窃私语中，有人也不禁暗自侥幸：这天气

我们倒想看看教练能怎么将我们拉出去训练。但显

然，我们的侥幸和低落在教练心里跟明镜似的：“今

天的天气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现在的大雨瓢泼，我

们的训练计划都不会改变。我们不能改变天气的好

坏，但我们完全可以做主自己的心情。”

侥幸戛然而止之时，又有一种一言惊醒梦中人

的感觉。在这点上，教练的做法给了一个很好的示

范——首先鼓舞我们转移角度看待环境，不要被环

境影响了心情；接着转移我们对天气的注意力，提

出挑战，让我们凭借自己团队的智慧顺利完成对团

队默契度的挑战任务；最后借挑战成功的喜悦消饵

了恶劣天气的负面影响。

大家的喜悦此时成了最大的心情，棚外的风雨

在现在每个人眼中都显得云淡风轻……

狭棚相逢智勇胜

按照既定的训练流程，老套路，自然就进入了

分组 PK 的阶段。全体分为四队，十五分钟的讨论时

间结束，各队队名呼之即出：飞龙！亮剑！疾风！

扬帆！口号亦随着回荡：飞龙在天，法力无边！扬

帆远航，勇创辉煌！狭路相逢勇者胜！剑拨弩张的

气息瞬间盛嚣尘上。环看四周矩形相围的三队，在

这狭棚里一种压迫感扑面而来，此刻不亮剑更待何

时！

我们亮剑队一跃而上，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队

伍，接受极速 60 秒的任务挑战——在 60 秒内破译

30 张图片所代表的数字密码，结果未能如我们所愿，

我们成了未能完成任务的两只队伍之一。失落是难

免的，但雪耻也是必须的，我们越挫越勇，决心在

第二项任务挑战——激情 60 秒中夺得冠军。第一回

合挑战时间 66 秒，挑战失败！此时我们内心是愤怒

的，但我们明白这是多米诺效应，一荣难俱荣，一

损真俱损，要把握好每一个环节，切莫功亏一篑，

于是我们迅速调整心态，进入第二次三分钟练习中，

并全体定下在 30 秒内完成的目标。这一目标在教练

看来几乎不可能，还打赌定下十个俯卧撑的赌约，

但何惧！再不济，君不闻求下得败，求中得下，求

上得中，有勇气定下更高的目标，才有可能得到更

好的结果。在职场如此，在市场如此，在这狭小的

棚子里亦是如此。第二回合挑战开始！全程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教练宣布，本回挑战完成时间：39

秒 85 ！哦耶，虽然没有达到 30 秒的目标，但其与

66 秒的差距足以让我们热血沸腾。团队全体一致趴

下，带着欢喜的大笑一下子做完了十个俯卧撑。

这一刻，冠军是属于我们亮剑的。棚里斗智斗

勇仍在继续，棚外风雨渐停，乌云渐散，阳光暂露

头角。

不设限的人生方有万千可能

下午无风无雨，但对一些人来说下午并没有那

么好过。跳出真我的挑战在午饭过后如期而至了，

这次的挑战在 8 米高的柱子上，乍一看并不高，但

梦起昂纳，亮剑出征

投稿人：许灿生

部    门：自动化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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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智汇大讲堂”是一个面向全体管理人员

的培养计划，以提高管理人员的通用类工作技能和职

业素养，从而改进工作效率；并让大家形成主动积极

的学习氛围。首期大讲堂于 2017 年 4 月开讲，课程

以技能类和通用类为主，讲师多为集团高管及核心骨

干，每月开设一期，本年度预计 7 期。大讲堂课程形

式为课堂培训，分组讨论，情景模拟，实操演练等，

课堂氛围轻松愉悦，力求在沟通和交流中传达知识和

理念。

2017 年度昂纳智汇大讲堂课程主要有：有效沟

通、office 软件实操（Word/Excel）、PPT 设计与开发、

职业规划、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问题分析与解决、

商务礼仪、时间管理、情绪与压力管理等，现已开讲

了有效沟通、Excel 实用技巧、PPT 设计与开发三堂

课程，之后的课程将更加精彩，创造更多与昂纳大咖

交流的机会，打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助力昂纳团队精

品化！

首期大讲堂邀请到公司模块与子系统部总监、公

司高级总监牛文平。牛总通过分享沟通的案例和商务

沟通的技巧，着重于提高管理人员的沟通能力和效率，

从而提高沟通的效果，促进团队合作，增加团队凝聚

力。

第三期培训是众望所归的实用技能培训——

《PPT，就应该这样做》！本次受邀讲师是筑梦昂纳

内刊总策划、公司企化活动总策划、PPT 达人——

刘菁芸。作为公司 PPT 标准模板设计者，刘老师的

PPT 造诣得到了公司各部门同事的高度认可，此次报

名的情况也是相当火爆，但是为了保证培训效果，

HR 只能遗憾地限制了 30 个名额。

不同以往的 PPT 课程，这次讲师通过 PPT 结构、

PPT 布局、图片处理、图表处理等方面，大幅度增加

了审美和设计方面的理念，加强了学员在做 PPT 时

的设计感。课后也为学员留了作业，让大家学以致用，

并给优秀学员赠送了书籍。

第二期主题：Excel 实用技巧

讲师：黄静

人   物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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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智汇大讲堂，邀你好学！

投稿 //  郭佳敏  （人力资源部）

第一期主题：《有效沟通》

讲师：牛文平

第二期安排了在需求调查中高居榜首的《Excel

实用技巧》培训，讲师更是请到了公认的 Excel 高

手——供应链高级经理黄静，通知一经发出，报名热

情空前高涨，短短数日内便高达 108 人，为确保培训

效果，人力资源部特意将学员分成了 A、B 两班。

为确保学习效果，黄静老师特意根据知识内容，

以实际工作中的报表为例子，设计了不同的练习题，

让学员在讲授与实操中真正掌握 Excel 的各种技巧。

实操练习中，无论遇到了什么样问题，随时可以请教

老师。还可以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带过来，黄老

师都一一耐心解答。

在实操演习中，学员真正掌握了不少贴近工作的

EXCEL 实用技巧，相信带入工作后，将会更好的提

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第三期主题：PPT 就应该这样做

讲师：刘菁芸



跟着爸妈去上班：

昂纳儿童暑假班温情开放

这样的愿望实现啦！公司行政部在了

解到大家的需求后，昂纳儿童暑假班在公司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开班了！聘请专业的幼

教，多种多样的玩具，布置儿童乐园，昂纳

员工们可以放心的把孩子带来，解决员工的

后顾之忧。每天，十多位小朋友在儿童乐园

跟随幼教的课程表乖乖学习、玩耍，午饭时

间跟着父母一起吃饭，说说自己上午学到了

什么好玩的东西。昂纳园区里忙碌的工作节

奏中也开始蔓延着带着童真的温情。

昂纳暑假班是公司的一项员工福利，

更是让员工感受到公司的人文关怀和暖心举

措。员工只需签署《进入昂纳园区安全协议》

即可携带 4 岁以上子女进入昂纳暑期班。陆

陆续续有更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加入儿童暑假

班，员工感激公司的关怀，公司用暖心举措

打造雇主品牌，想员之所想。

今后公司将更加关注员工的需求，尽

所能，办好事。

炎炎夏日，暑期来临。

孩子不用上学，老人没有空带，自己也要上班，每天的生活忙碌又提心吊胆。

·孩子请别人照看，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饭？

·留着宝贝一个人在家，安全问题很烦恼。

·把小朋友带来公司，自己忙起来也无暇兼顾。

想想看，如果在公司里开设儿童暑假班，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你早上带自己的孩子来公司上班，儿童暑假班就在二期大楼，你直接交给老师就去上班；

·到了中午，可以带着孩子到食堂一起吃饭；

·下班了接上宝贝一起回家。

撰稿 //  张   燕  （行政后勤部）   刘菁芸（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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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鸣蝉、登高、远望。清幽的环境，雨后

泥土的芬芳，让我们深深沉醉，这就是城市

中的“桃花源”啊！傍晚下山后，我们去了

顺德最有名的了能私房菜馆，和黄妈妈比，

风味上各有千秋，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菜，可

都好吃的不得了。晚上我们在顺德的大街上

散步、看桥、看人、看车，看顺德的大街小

巷，篮球少年，广场舞大妈，真是美好又充

实的一天，大家都忍不住期待着，希望明天

早点到来。

5 月 21 日，早早的大家就吃了早饭，

想早点开始今天的行程。我们早上去了清晖

园，传说是岭南四大园林之一，古色古香，

小桥流水，置身于此，只觉回到了明清时期，

过了一把深闺小姐的瘾。园子里的锦鲤肥又

大，听说摸了锦鲤会有好运，大家都忍不住

和这些小家伙来了个亲密接触。下午我们又

去参观了传说中的中华第一牌坊，顺峰山牌

坊，可能我们当中混入了个“萧敬腾”，有

着一下车就下雨的特殊功能。我们在雨中参

观了顺峰山，雨中成群的荷花很美，“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又有水杉

一片片，在水中挺拔的长着，铮铮傲骨。游

览时间结束，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我

们必须要返回深圳了。大家依依不舍地上车，

说着还没有玩够呢！

所有人都觉得在这次活动中，获益匪

浅，既看了美景，又吃了美食，还增加了团

队的凝聚力，这真是一次难忘又美好的团建

活动。

5 月 20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表白日，

新产品验证部、有源器件部、综合管理组三

个部门的小伙伴，带上家人，一起参与顺德

团建活动。

俗话说，“吃在广州，食在顺德”，

这一趟就是我们的寻味顺德之旅，两天的节

奏就像开动的小火车一样发出“逛吃逛吃逛

吃逛吃……”的声音。

早上八点，在公司门口就有很多迫不

及待的小伙伴们张望着、焦急地等待发车。

八点半，我们准时出发。在车上我们通过一

些有趣的问答小游戏，比如：说出车上三个

姓王的人。在车上迅速让大家熟悉起来，经

过三个小时的长途跋涉，饥肠辘辘的我们来

到了第一站，逢简水乡，品尝黄妈妈私房菜，

黄妈妈是一个得过厨王大奖的和蔼老人，知

道我们从深圳来，还特意来和我们互动，介

绍自己与自己的品牌。吃完饭后的我们拍着

自己鼓鼓的肚子，异常满足。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饭后大家开始游

览烟雨蒙蒙的水乡，看看风土人情，有的参

观祠堂，品尝当地特色小吃，走在青石板路

上，和水与桥来个亲密接触；有的坐着乌蓬

船，看着岸边的美景，随着艄公的划船节奏，

悠闲地依偎在一起，这大概是最好地过 520

的方式吧。雨慢慢大起来，大家只能恋恋不

舍地回到车上，往下一站，出发！

第二站我们到达顺德百年骑楼华盖步

行街，适逢下午茶时间，品尝了 30 年历史

的仁信老铺双皮奶。这条步行街和广州的上

下九步行街倒很像，却是古味更浓，人更少，

感觉整条街都被我们一行人承包。

难得雨停，我们在步行街留下珍贵的

第一张集体合影。接着去了华盖山栈道，微

研发部团建游记之顺德行

投稿  //  易聪阳秦  （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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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部团建游记之较场尾度假

2017 年 5 月 13 日、14 日 这 两 日， 无

源器件研发部和无源器件实验室一起在浪漫

美丽的校场尾海边渡过了难忘的团队建设活

动，增进了团队间的合作能力。

5 月 13 日中午天公不作美，雨哗啦啦

的下着，但并没有浇灭我们的热情，海边的

天变化无常，前一秒还是清空万里下一秒就

是乌云密布，无奈只好先行组织起了 DIY 烧

烤，场面好不热闹，有的人负责生火；有的

人负责洗菜；有的人负责为大家烹饪美食；

看着手中的食材变成了一串串美味的肉串、

鸡腿、鸡翅。

傍晚时分，天空终于放晴，我们一起

夜游南澳沙滩，有的人早已迫不及待的拥抱

大海；有的人坐在沙滩上静静的感受“海哭

的声音”；有的人一起玩起了沙滩足球。海

边的风很凉，此时的我们却很是激动。

第二天上午我们集合前往美景秀丽的

美人鱼拍摄地“杨梅坑”，这里拥有深圳最

美沙滩之一——桔钓沙，拥有深圳最美的骑

行海滨线路。这里海水明澈，清可见底，海

中多石，细鱼如梭，虾蟹蛰伏。海中帆船快

艇游弋，远处七娘山巍峨挺拔。大家纷纷拿

起手机记录这美丽的风景。在这美丽的地方

我们进行了小活动“背对背，齐步走”，两

个人背对背夹着气球一起奔跑 50 米，期间

气球不能掉落。要想更快的到达终点就必须

两个人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这让我们深深

投稿 //  李仲怡  （研发部）

的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彼此合作才

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到大鹏怎么能不吃海鲜“，就这样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东渔码头，品尝了正宗地

道的特色海鲜：清蒸珍珠斑；鼓油皇吹筒仔

等，下午我们一起参观大鹏地质博物馆，看

到了斑斓绚丽的玛瑙水晶，了解了地质运动

带来的山海变幻，更近距离观看了几百万年

前的动物化石，短暂的一个下午，还不够我

们了解的更多，后续将会继续组织这种活动

更好的了解深圳这个美丽的城市。

两天一夜的海边行结束了，辽阔的大

海总是能让人忘掉疲惫，放飞自己，团队的

小伙伴们无一不在享受美丽的大海所带来的

美好心情。通过这次团建活动我们这个团队

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会用更密切

的团队合作，更饱满的工作热情去迎接新的

挑战。

风   采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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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
对错都是别人的事。

   投稿 //  唐春草  （运营部）

《大鱼海棠》里面说，所有活着的人类，

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

海的彼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

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

了彼岸，各去各的世界。

居住在“神之围楼”里的一个名叫椿

的女孩变作一条海豚到人间巡礼，被大海中

的一张渔网困住，人类男孩鲲因为救她而落

入深海死去。为了报恩，为了让男孩复活，

她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经历重重困难与阻

碍，帮助死后男孩的灵魂——一个拇指大小

的小鱼，让他成长为一条比鲸更巨大的鱼并

回归大海而获得新生。

有人说，椿为了让鲲复活，牺牲了自

己的父母，给整个族群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她是一个极其自私的女孩。可是，她真的错

了吗？一心只想挽回自己救命恩人的生命，

她错了吗？

她只是太善良了。

之前很火的玄幻剧《花千骨》里面花

千骨一直心怀善良，慢慢成长，从来没想要

索取什么。但爱她的人都死了，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没有师傅，就连洪荒之力都是南

弦月自己亲自给的，众人却都当她是妖神，

可她又何曾害过谁？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乞讨的

人，有的是残疾，有的是遭遇变故，太多原

因导致他们以乞讨为生。当你想要给他们一

点同情的钱财时，有人说，他们是骗子，你

给了，就是纵容，就会有更多的人继续行骗。

作为一个成年人，有自己分辨是非曲

直的能力和原则。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

假的。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不要试图跟别

人解释什么，也不要退缩。只要你的心是善

良的，对错都是别人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勿忘初心的道理，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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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做到。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才成长

到如今，不知为何，我们开始变得冷漠，老

人摔倒了不敢扶，小孩车祸了不敢救，曾经

本能地出手的事情，如今都让你沉重的迈不

出步子。

保持初心很难，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可人世间最美好的，善良也是美好的，有些

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不要在

犹豫时就退怯了。

愿我们心存感激，微笑面对每一天，

永保赤子之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

我相信微笑是可以传递。



与 同 事 早 前 便 已 协 商 好， 于 2017 年

五一劳动节假期时来一场杭州之旅。

假期前，时雨纷纷，心情有些许忐忑，

担忧为期三天的杭游也会阴雨连绵，但还是

想出门的心更胜一筹。所幸，杭州之旅天气

晴朗，伴有微风徐徐，让我们欢快地度过这

次旅程。

第一天，抵达目的地的第一件事自然

是找已经预定好的九土民宿。在这温馨的小

屋，放下我们迷你行李箱，再轻装出门。在

一家叫“小妹妹”的饭店，我们两个人吃了

四道美味的菜（麻辣小龙虾、凉拌木耳、蜜

汁藕片、浓香猪蹄），填饱肚子，小坐一会，

非常惬意。

随后沿途欣赏着美景并拍照留念。途

径杭州植物园、京昆之家、三吴都会、西湖

十景 (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

港观鱼、双峰插云、三潭印月、南屏晚钟、

雷峰夕照、曲院风荷、断桥残雪 )……不知

不觉已至傍晚时分，我们将绕了整个西湖。

第二天，舒爽地在鸟语虫鸣中醒来，

慢悠悠辗转到车站，乘坐灵隐东公交车前往

宋城。购票入场，景区免费提供的古装，让

我们感受到一次古今穿越的神奇之旅。

杭州宋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

地，可谓一步一景。有月老祠、丽江千古情

广场、欢乐城堡、佛窟探狄、花巷、清明河

上图再现、佛山、市井街、宋城河、城楼广

场、文化广场、聊斋惊魂等……更有各类布

袋偶、皮影戏、木偶戏、琴锣说唱、街头花

桥、王员外家抛绣球招亲等表演，真是精彩

连连！杭州宋城还有非常值得一观的《宋城

千古情》，千古情是一部立体全景式的大型

歌舞表演，整场演出气势恢宏。以舞蹈为主，

兼有杂技、越剧等，声光电雨效果都处理得

很好。临别时，在文化广场和现场其他游客

一起，参与到了壮族的歌舞中，以欢快的舞

步结束了这次宋城古今之旅。回到灵隐东，

在一家本地店面选购了好些杭州特产，由于

托运或带着都不太方便，便请店员帮忙邮寄

回深圳。

五月一日，也是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

为了错开人流，今儿起了个大早，我们可是

第一批进入灵隐寺的香客哦！早晨的空气很

清新，一路从咫尺西天到通韬光寺北高峰，

再返程回灵隐寺内上香，并在寺内食用斋面，

离开时香客们也已经陆续多了起来，相信今

天又是香火鼎盛的一天。

回到九土民宿退房，带着小小行李箱

前往我们的最后一站——乌镇。乌镇是江南

四大名镇之一，是个具有六千余年历史的古

镇。入眼是临河蜿蜒细长的小街，一块挨着

一块铺砌的石板路，走在古镇的拱桥，桥下

便是小舟缓缓而行。步行游览乌镇景区：晒

布场、囍庆堂、水上集市、民国时代、通安

客栈、水市客舍、水巷驿、吉鲤食府、灵水

居、万兴桥、乌将军庙、女红街、陶艺坊、

徐昌酩国画展等，吃上了阿婆家的梅花糕与

杂巷弄包子铺的小笼包，遗憾想吃的大肉包

已经售完了。

坐上返程的小舟，在安静的水面，享

受驾船摇橹，小乔、流水、人家，视野所及

之处，皆是景。

闲游杭州之所见 投稿 //  陈雪敏  （运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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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隐寺风光 乌镇阿婆家的梅花糕 西湖日落



生活不乏诗意，只要善于感受。生活

的诗意，体现在我们读某首诗的时候不由自

主联想起生活中的画面，又或在生活中的某

一刻，突然想起一首诗。读起“醉后不知天

在水，满船星梦压星河”时，那是一种什么

感受呢，容我想象一下：

今夜的繁星， 

闪耀在霓云之间，

流星竟现， 

光华如千里的彩练。 

我牵起彩练， 

一梦而登天， 

那是云霞炫彩的天宫， 

瑶席美酒，轻歌舞曼。 

那是嫦娥，眼神明媚而清澈。 

如花神的魂魄，让犀杯流光，让凡尘心动。 

我愿意

与友人相约， 

共一野春水落薇， 

指一空碧落星晖！  

彻夜长歌，好不欢愉 

梦醒时分， 

分不清穹宇之间，哪是天？哪是水？ 

满船的星辉徘徊在身旁！ 

夜，深如水 ；

梦，依旧斑斓；

梦醒，天地间唯一人，照雾初升，美酒满斟。

这样的诗着实适合休闲惬意的假期，

赏诗意之景，品景之诗意，放松身心，回归

自然。

读李商隐和黄仲则，叙述上艳丽旖旎，

却往往含有抽象的意向表达。譬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们的诗就像在志怪小说里的插图，

一张图，便可引起无尽遐想。 

 读李白，从诗中领略天下美景，“明

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

玉门关”，不禁出现登高而望，月破云出，

清光万里，荡气回肠的场景。

那些诗和远方

读杜甫，感受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

不动安如山”，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需

要这些有抱负，且有着兼济天下胸怀的人。

读苏轼，读的是他生平纪实与回忆录，

既能感受他的豪放，“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亦能捕捉其温柔的一面，“十

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

不一样的心情，应不一样的景，读不一样的

诗，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在人生的的低点，

也需怀有“大鹏一日乘风起 , 扶摇直上九万

里”的雄心，须知“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

凌云始道高”。

当我们老了，我们也许也会感叹“最

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然则，

我曾今那些与诗相伴的日子，将会是最美的

回忆。多少曾经不可一世，横冲直撞的民族

皆堕落与消亡了，只有一个以谦卑平和闻名

的华夏民族，用诗词传递着文化精髓，仿佛

一段蔷薇花，隽永地开放，留予芬芳汲后人。

《
筑
梦
昂
纳
》

以
梦
为
马
驰
千
里
，

奋
迹
冲
霄
驾
鹤
游
。

斗
转
星
回
新
岁
月
，

者
番
幸
走
现
鹏
城
。

为
实
弱
冠
凌
云
梦
，

本
本
源
源
造
化
心
。

昂
首
笑
看
前
方
路
，

纳
纳
乾
坤
看
几
人
。

必
使
事
与
才
相
当
，

胜
负
还
应
未
可
知
。

投稿 //  何亚男  （运营部）

投稿 //  刘冠群  （运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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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样站在我们面前，犹如一株

开着花的树，缀满鲜花，浑身饰物闪烁夺目，

散发着兰花的清雅。这个春天，我仰望他，

像凝望一株心灵丰富而姿态美好的树，用梦

幻一般的花朵抒写生命的颂词。

屈原 , 他不等敌国军队的俘获，屈辱受

死。他的心中，羞辱他就是羞辱他的国家——

楚国。所以选择一种自由、高尚而独立的死。

他痛心、生怨。他痛心怀王听信谗言，

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被疏远。他这痛这

怨，让人品咂不尽；这痛这怨，让他不舍昼

夜一生追随内心的信仰。与其说他是内心刚

强，还不如说他心存执拗。但他是因执拗而

强大，又因强大而生出不尽的怨诉。这种怨

诉只有死亡才能让其停止。至此，他脱离了

惯常的规则，从渺小之中脱颖而出，走进一

种永恒的伟大。

他的柔弱与刚强，使他充满矛盾。他

用隐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不满。香草与杂草

的对比，柔弱中带着刚强。在危难之际，他

却言辞铿锵：即使马上去死，也不做媚俗的

事以求苟安和富贵。

淹死诗人的常常是世俗的浊水。楚地

多水，汨罗幽深。世俗之水流转不息。但它

所裹挟的却是一位千载难逢的人物。在浊流

中，他能俯仰自如，情感之火不可遏止地燃

烧，燃烧情感徐徐延展为一条闪亮的生命痕

迹。

他的独特远不止于正直、抱负、强烈

的道德感之类，更是难以囊括的丰富与神秘，

忆屈原—屈原的苦涩与唯美

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全部 -- 不可思议的清澈

而强大的自恋，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惋惜，

连叹息都散发着芬芳；集一切美妙、孤傲、

钟情、哀怨之大成，是纤细的豪放，是柔弱

的顽强。沉浸在晶莹的清流芬芳的花蕊之中，

他满怀希望地开始，忧心忡忡地踌躇……

苍凉不安的心情，无法言说的愤懑，

让他忘情装扮，装扮那份深藏于心、尽情绽

放的唯美之树。江山、社稷、国家、民生，

一切都太过沉重与巨大。他一再昂然的勃发，

又一再遭遇沉重的打压……但是，依然挺立

成一株开花的树！

屈原，那唯美的心花，在冷冷的风中，

在凄凄的雨里，开得凄美而繁华！端午节因

屈原而诞生，屈原因寄托了无限怀念和深思

的端午节而常存。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

包粽子，赛龙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抚慰着

一个忠魂。

穿越岁月的河流，多少仁人志士呼唤

良知和责任，挽留忠贞和圣洁。智者用深邃

的眼睛审视历史，用沉重的笔墨审阅历史，

把一部残破的书写得理性而厚重。屈原在岁

月河流漂走了，而《离骚》、《九歌》等光

辉诗篇，以及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留

在中华灿烂的史册上

投稿 //  陈    团  （运营部）

文   苑 文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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